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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陳廣盛）啓晴
邨爆出食水含鉛量超標風波愈滾愈
大，房屋署和水務署在處理事件中備
受批評，包括一直未有將事件和盤托
出、抽驗水辦速度緩慢等。多名立法
會議員都去信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
要求召開特別會議，有議員更提出引
用《權力及特權條例》調查事件。委
員會主席麥美娟昨日表示，已初步同
意召開特別會議。據了解，申訴專員
公署和審計署亦正考慮是否就事件展
開調查。
工聯會郭偉強昨早表示，事件已引

起多個公共屋邨的居民恐慌，冀麥美
娟批准召開特別會議，並邀請運輸及
房屋局、發展局及相關人士出席，交
代現時調查進展，以及更換食水喉管
的時間表等善後措施。
民建聯李慧琼稱已去信委員會要求

開特別會議，又稱民建聯會約見房署
署長了解事件最新發展，另準備為超
過50個屋邨進行驗水，包括四個由同
一涉事水喉匠負責工程的屋邨，以確
保水質符合標準。民建聯蔣麗芸亦要
求在立法會休會期間召開特別會議，
要求相關部門派員詳述事件最新進展
及應對措施，以釋公眾疑慮。

麥美娟：是否休會期開會待討論
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主席麥美娟

接受本報查詢時表示，已初步同意召
開特別會議。麥美娟說，特別會議愈
早召開愈好，但由於本周會期已被財
委會加會議「用晒」，所以料最快要
待下星期才能召開首次會議。麥美娟
續說，委員會已邀運輸及房屋局、發
展局、食物及衛生局，但具體是哪個
官員前來亦是未知之數。至於會否在

大會休會期間開會，她指要待下周開
會後，再由各委員討論。
申訴專員公署發言人透露，近日接

獲市民投訴，指房屋署及水務署在處
理鉛水事件涉嫌行政失當。發言人表
示，公署會於10個工作天內審理有關
投訴理據，是否屬公署職權範圍內，
若投訴屬職權範圍內，公署會通知投
訴人立案調查。
另外，房屋委員會投標小組本周四

的會議亦有可能討論是次風波。小組
主席張達棠表示，有委員提出在議程
的其他事項中加入討論事件，包括有
關中標公司的責任等，但要視乎房署
是否有足夠時間準備回應委員的疑
問。他指，投標小組難以具體跟進每
項工程的細節，但認為應該先由房屋
署調查清楚事件的來龍去脈，包括食
水含鉛的源頭，以及責任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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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鉛水」未清 又爆「退軍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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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坊「買安心」 自行求診驗血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陳廣
盛、文森）啓晴
邨食水含鉛量超
標風波未平，又
爆出邨內有退伍
軍人症病菌。衛
生防護中心昨日
表示，一名居於
滿晴樓的 72 歲
老翁在5月28日
證實感染退伍軍
人症，一度要在
深切治療部留
醫，至上月才痊癒出院。當局先後兩
次在患者寓所廚房、廁所抽取水辦化
驗，均證實帶有退伍軍人桿菌，第二
次化驗更發現除患者的寓所外，同層
另一個供水位及一樓的供水位，亦證
實帶有退伍軍人症桿菌。為釋除邨內
居民對供水系統憂慮，房署將會為全
邨6幢樓的供水系統進行消毒。
衛生防護中心昨日表示，該名患者
本身是長期病患，因呼吸不暢順，入
住威爾斯親王醫院深切治療部治療，
由於其樣本經化驗證實對退伍軍人症
呈陽性反應。衛生署其後到患者寓所
進行抽驗，結果發現單位廚房、廁所
及花灑水樣本，均含該病菌，但滿晴
樓大廈水樣本就正常。衛生署於是安
排有關方面為住戶更換水龍頭，但至

本月6日再取相同的水樣本，發現仍然
含菌；而同一層另一單位及大廈1樓的
供水位，同樣被驗出含有退伍軍人症
病菌，署方已通知房屋署跟進消毒。

何栢良：與食水含鉛無關
衛生防護中心監測及流行病學處主

任程卓端呼籲，滿晴樓居民避免使用
霧化出水裝置如花灑頭，如要洗澡及
洗漱應先煮沸用水。
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

表示，暫時未有資料確定，啓晴邨的
退伍軍人症患者是在滿晴樓單位受感
染，但他認為即使感染源頭在滿晴
樓，病菌主要因供水系統循環問題引
起，與食水含鉛無關。他建議居民用
水前先放水一段時間。

跨部門專跨部門專組組「「治水治水」」查查「「鉛鉛」」頭頭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陳廣盛）九龍灣啟晴邨食水含鉛量超標風波爆發至今逾一星期，但港府仍未找

到出事源頭。當局昨日再召開跨局跨部門記者會，宣布將成立由水務署副署長擔任主席的專責小組，從

供水鏈追查源頭。另外，當局又在會上公開了另外兩個由處理啟晴邨水喉工程的持牌水喉匠林德深負責

的水務工程項目，包括中文大學伍宜孫學生宿舍及九龍城政府合署。至於如何補救事件，當局表示已聯

繫承建商商討可行方案，包括考慮更換啟晴邨全邨喉管，希望承建商盡快定出詳細的更換計劃。

研補救方案或全邨換喉 揭喉匠曾負責另兩項目

345人預約驗血 聯院加3時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陳廣盛）啓晴

邨食水含鉛量超標風波爆發後，居民
人心惶惶。截至昨午，衛生防護中心
已接獲584個電話查詢關於啓晴邨用水
含鉛問題，其中345人已登記預約聯合
醫院進行抽血化驗。由於登記人數眾
多，聯合醫院決定加開本月25日下
午、26日上下午3個時段幫居民抽血。
衛生防護中心監測及流行病學處主

任程卓端昨日表示，自上周五成立熱
線後，共收到584個電話查詢關於啓晴
邨用水含鉛問題，並為當中345人登記
預約聯合醫院進行抽血化驗。 她說，
聯合醫院原本只在本周六及下周日，
安排了3個時段協助居民抽血，但由於
登記人數眾多，決定加開本月25日下
午、26日上下午3個時段幫居民抽血，
首批登記居民昨午應收到抽血單。

程卓端預計，抽血後送化驗需4個工
作日才有結果，如有人血液含鉛量超
標，醫管局會作進一步跟進；若化驗結
果正常，則會由衛生署通知市民。她重
申，啓晴邨居民用水時要留意兩方面，
包括居民應放水1分鐘至2分鐘，待靜止
的水流走後，才可取水飲用，且勿用熱
水喉放出的水飲用。
醫管局發言人表示，獲轉介的居民

須帶備衛生署發出的預約表格，及預
約時所用作登記的個人身份證明文件
(如抽血者為6歲以下兒童，則須帶備
及出示兒童的出生證明文件)，按預約
時間到聯合醫院兒科專科門診登記及
抽血。醫管局重申，全血鉛水平是最
可靠的篩查測試，頭髮和尿的鉛測
試，不適合於篩查和診斷，因此並不
建議使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陳廣盛）運輸及房屋
局局長張炳良昨早在電台節目上表示，啓晴邨
只有「少數」浴室及廚房使用預製組件作試驗
性質；房屋署署長應耀康亦在昨日的跨局跨部
門記者會上更進一步指，這「少數」預製浴室
及廚房中，只有「小部分」是包含了水喉管。
應耀康又指早前被驗出含鉛量高於世界衛生組
織標準的7個水樣本，沒有任何一個是從包含
水喉管的預製廚房中取得。
然而，政府其後卻公布了不同的資料，政
府新聞處昨晚9時40分發出的聲明與張炳良和
應耀康有矛盾。聲明指，啓晴邨6座公屋大廈
所有浴室基本上都是預製的，其中約一半是在
內地安裝喉管；有兩座大廈的預製廚房，約一
半是在內地安裝喉管。不禁令人質疑「一半」
是否可以被稱為「少數」中的「小部分」呢？
另外，聲明又指早前被驗出含鉛量高於世

界衛生組織標準的7個水樣本，有1個是從包
含水喉管的預製廚房中取得，與應耀康所說完
全不同。

6
棟
浴
室
預
製
半
數
內
地
裝
喉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昨午在記者會上表示，目前的首
要工作是透過跨部門合作，循不同途徑追查鉛的源頭，

正本清源，控制風險，確保公眾健康及食水安全，令市民放
心。因此，當局決定成立由水務署副署長擔任主席的跨部門專
責小組，成員包括來自房屋署、水務署、衛生署、政府化驗
所，以及政府以外的專家及學者。小組會從供水鏈追查食水含
鉛量超標的源頭，並會跟進啓晴邨食水含退伍軍人症細菌的問
題，但有關名單需稍後公布。
對於啓晴邨的內地預製組件被質疑是食水含鉛超標的根源。
房署署長應耀康回應表示，兩個有含鉛焊料的單位並非使用預
製組件，並強調房屋署有制度確保預製組件物料符合要求，例
如要求承建商提供物料質量證明。他說，啓晴邨只有「小部
分」預製組件包含喉管，而之後的屋邨都沒有使用包含喉管的
預製組件了。

張炳良：與承建商傾換喉「大工程」
雖然目前仍未找到食水含鉛超標的源頭，但張炳良強調工程
合約中焊接位一定不可含鉛，同時為了釋除居民疑慮，所以
當局已經與工程的總承建商「中國建築」商討，不排除要求更
換全邨所有喉管，涉及5,200個單位，「我們很明白全面更換

喉管的確是龐大工程，而且時間不會短，所以仍然與承建商商
討具體可行計劃。」

「中建」：會積極配合調查
「中國建築」接受本報查詢時表示，會積極配合政府的調

查，但未有回應公司負責鋪設哪些喉管、啓晴邨使用的預製組
件包括哪些組件，以及使用前有否經過有害物質測試等問題。
水務署署長林天星又在會上公開了另外兩個由林德深負責的

水務工程項目，包括位於中文大學伍宜
孫學生宿舍及九龍城政府合署。他指，
已促中大及民政事務署昨日內完成抽取
水辦。中大昨晚回應指，大學安全事務
處於今年3月為書院進行例行飲用水質化
驗結果，亦顯示水質符合世衛標準，並
無含鉛，但鑑於最近住宅食水含鉛的問
題，大學安全事務處亦會再額外抽查樣
本作化驗。中大及書院會密切留意報告
結果，作出相應的措施。

4邨若超標「啟晴」式善後
至於同樣由林德深負責的另外4

個公共屋邨，包括屯門龍逸邨、長
沙灣邨、沙田水泉澳邨及葵盛圍
葵聯邨，發展局局長陳茂波指房
屋署及水務署的同事昨日亦開展
了有系統的抽水樣本工作，當局
會盡快進行化驗，希望能夠第一
時間知道和公布結果。若發現有
超標樣本，當局會按照處理啓晴
邨的方式進行善後的工作。

啟晴邨食水驗出含鉛
超標，水務署連日來在
啟晴邨各處鋪設喉管接
駁街喉，將食水從街外
供水系統引至邨內，至

昨日幾乎每幢受影響公屋大門外都己
設有4個出水位的水龍頭，供市民落樓
即時取水，免卻走遠路至水車的路
程，亦方便邨內長者取水。

已搬入啟晴邨年半的梁女士指，遷
入後一直煲滾水喉水作日常飲食之
用，從沒想過新落成的屋邨會有如此
多「甩漏」，現已不再以水喉水作飲
用，只會用作清潔及洗衣。梁女士又
指，家中有1歲零2個月的嬰兒，出生
至今一直以煲滾後的水喉水沖奶，事
發後已即時轉用樽裝水，亦會為嬰兒
盡快安排進行身體檢查，直言「都唔
知要等幾耐，我不如自己安排，始終
係嬰兒」。

帶同3名小童取水的黃女士指，已遷

入啟晴邨兩年，原來以為相安無事，
豈料食水出現問題，現時每日兩次，
每次到水車取3支各4.5公升的水，用
作飲用及煮食用。她雖然認為「咁大
件事，政府一定會做啲嘢」，但仍不
願意等待，寧願自己出錢自行求診驗
血，至少當「買個安心」，好過無了
期的等待。

此外，樽裝水需求大增，房署過去
數日亦有向所有居民派發樽裝水，雖
然一度規定家有長者、小朋友及孕婦
才符合資格領取，但被批評漠視居民
健康，事後房署承認安排混亂。昨日
啟晴邨亦有多名護衛員，輪流從晴朗
商場一個空置待租的商戶單位內，搬
出樽裝水並運至受影響座數，再分拆
派發予有需要住戶。至於超市內的樽
裝水，亦未見有缺貨情況，仍然平均
維持4.9元一支，超市亦特地將食水放
置於當眼位置，一進門口就能看見。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兆東

■■水務署連日在啟晴邨各處鋪設水務署連日在啟晴邨各處鋪設
喉管接駁街喉喉管接駁街喉。。 記者郭兆東記者郭兆東攝攝

■■黃女士現時每日兩次黃女士現時每日兩次，，每次到水每次到水
車取車取33支各支各44..55公升的水公升的水，，用作飲用作飲
用及煮食用用及煮食用。。 記者郭兆東記者郭兆東攝攝

■■每幢受影響公屋大門外每幢受影響公屋大門外
已設有已設有44個出水位的水龍個出水位的水龍
頭頭，，供市民落樓取水供市民落樓取水。。

記者梁祖彝記者梁祖彝攝攝

■■港府跨部門聯合記者會港府跨部門聯合記者會。。
記者潘達文記者潘達文 攝攝

■■正在更換的喉管正在更換的喉管。。
郭兆東郭兆東 攝攝


